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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05

作者／基隆骨科 林東儀醫師

　　首先由基隆長庚第一個報告。陳

威志主任以服務、教學、研究三大章

節為主軸，報告過去、現況與未來。

與長庚大學多個系所合作的整合型計

畫，可說是目前基隆骨科系的一大特

色，透過工學院教授的指導，透過基

礎實驗的方式，期望能將結果應用於

骨關節感染的診斷、治療與預防上，

若能夠縮短實驗室到臨床醫療的距

離，可讓骨科的武功更上一層樓。另

外，在傅再生教授多年的努力之下，

骨鬆中心與科研中心都持續有研究計

畫的進行，其中動物基礎實驗的model
已建立多年，成熟的技術得以應用於

多 年來，在多位老師教授的努力下，長庚骨科在全台多個院區開枝散葉。不同於幾年前的

長骨「同門會」偏向聯繫感情的聯誼活動，本次在林口長庚舉辦的『跨院區合作交流

營』，則是更著重在分享交流各院區的研究概況與未來發展。也像是眾多長骨的師兄弟們齊聚一

堂，討論武功招式，報告內功心法，研究更多的融會貫通，期許能夠精益求精。庚子年的夏末，長

骨論劍，在主委、翁院長的致詞與詹部長的開場後，重磅登場。  

脊椎領域等等，多項相關手術的研究探討。目前科內三位同仁則攻讀不同領域的博士班，期待能夠

在原有的技術與知識之外，添加新的研究能量，畢竟在醫學的領域上，發展是無限可能，唯有更廣

更豐富的知識，才能無招勝有招，突破現有框架。教學的領域上，很高興現任基隆籍的四位住院醫

師們，皆已發表SCI論文，其中更不乏像是Injury這樣著名且優良的老牌期刊。老師們不斷提醒我

們，開刀技術若像是武功的招式，手腳靈活者，透過反覆練習，數年可成，偏向外功系統；而寫論

文這樣的技巧就像是內功心法了，往往更需要耐心，用嚴謹的態度來打好基礎，一步一腳印的累積

成果。若能達到老師們內外兼修的境界，才可稱得上一代宗師。

　　許教授接著上台帶來嘉義的研究；郭峰志副部長帶來高雄的研究近況，可看出各次專科平衡發

展，不但資深的老師教授帶著大夥往前衝，且新人輩出，住院醫師人才濟濟，近年在研究、教學、

服務上的發展，質與量的表現上都是有目共睹。嘉義+高雄在南台灣的努力，更是奠定長骨體系南

霸天的成果。在臨床與基礎相關研究之外，郭亮增醫師於實證醫學上的努力與成果，令人驚豔，除

了自身學識與觀點出色，使用資料庫的整理技術可說是出神入化。像是藏經閣裡的閣主，自身飽

讀經書秘笈之餘，還加以整理與分析，給予骨科界帶來一些大數據的成果，解答不少原本似是而非

的問題，帶領我們看到做研究的另一條道路。臨床上未解的謎團依然很多，希望自己也能像郭醫師

看齊，一起找到問題，一起找到答案。當然，每次與小亮等諸位師兄弟聊起了做研究這件事情，大

家還是會覺得充滿了許多酸甜苦辣。尤其在投稿、審稿、修改，拒絕或接受的過程，一顆心忐忑不

安，歷經許多告白失敗(rejected)與有條件的成功(major revision)，像極了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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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宗廷教授報告林口院區的研究成果

十分豐碩，不論是深度、廣度，甚至是專

利的取得，皆是很難得的成功。其中在利

用AI人工智慧來輔助讀取脊椎radiographic 
parameter的研究讓我印象深刻，其中包含

了充滿幽默感的那一句：「扣掉來吃便當的

同學之外，剩下的同學幫忙判讀與輸入上千

個數據…。」對我來說，啟發了我的一套

『吃便當理論』：以教學的層面來說，一開

始可利用授課引導的方式，對象為「所有」

有興趣的學生，啟發其對於研究的興趣，若

有「少部分人」產生了興趣，或找到了做研

究的動力，能激發出的能量也可能是很大

的；若以個人研究的層面來說，剛起步時應

該「多面向」的發展，再逐漸濃縮研究的廣

度，精進領域的深度，畢竟武功求專精不求

廣雜。然而，若沒吃這個便當，誰有興趣？

誰有動力？或許也說不準吧。若能以五十個

便當的代價，來換取並啟蒙其中一位醫學生

(儘管只有1/50的成功率)對於某一領域之醫學

研究的興趣，想來絕對是很值得的，說不定

就此造就了骨科研究的「特斯拉」。

　　本次長骨論劍交流營，各院區舞刀弄

槍，精采絕倫，彼此切磋交流，華麗而樸

實，成果豐碩也讓人更能期待未來。談研究、

談創新、聊天南地北，聊春去秋來。輕鬆而不

失良性競爭；和諧又能夠激起絢麗火花。看各

院區發展，也談各次專科未來，長骨體系在全

台甚至全世界能佔有一席之地，靠著眾人多年

的努力，小弟也以身為其中一分子為榮。明月

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在這庚子多事的年份，

更是體驗出：把握當下，人生才不會留白、後

悔。做研究也是一樣，往往最好的時機，稍縱

即逝。冀望每年總有個時間，大夥能齊聚一

堂。長庚骨科，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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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骨精神 承先啟後

       作者／林口長庚 詹益聖部長

長 庚體系骨科部自創院以來，在歷任部主任領導之下，除了在服務，教學，研究方面，居於國內骨

科界領導地位外， 各次專科蓬勃發展，已成為國內骨科的重鎮及重要標竿，在全球也是知名的

亞洲骨科體系。多年來長庚骨科部學習受訓

及參訪的國外醫師與團體，更是不計其數。

在這成功的背後，更重要的是團結，和諧與

凝聚力的長骨大家庭。 長庚體系骨科部早在

施俊雄教授、許文蔚教授、陳文哲教授等前

部主任年代，每年都會南北院區輪流舉辦學

術交流研討會，晚宴與家庭聯誼活動。達到

院區交流與骨科同仁，特別是年輕醫師的認

識與相互激勵。

為何舉辦”長庚體系骨科部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的源由?

　　回顧歷史上次南北院區學術交流研討會

是2015年05月30日在高雄長庚舉辦。算算看

也停辦約五年了！個人在2018年12月01日正

式接任骨科部部長職務，深感責任重大，

自己期許一定會延續骨科部優良傳統，以

141407

林口院區心得分享

封面故事：長庚體系骨科部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

公正、公平、合理原則，協調統合部務，維持團結和諧的骨科大家庭。誠如陳文哲前部長所言：「作

為一個部主任，將秉持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則，無私無我的付出，建立一個和諧的環境，讓每一個

同仁每天均可愉快地工作，在各自的領域盡情地發揮，讓年輕醫師得到最好的教學及手術訓練」個人

也以此為勉勵!在深思許久，如何讓院區交流更有吸引力;年輕醫師包括住院醫師能彼此認識之外，更有

收穫。更為重要的是會議結束後，這股力量不能散掉，又能提升各院區能量與高度！我想＂研究＂是

大家共通的目標與每天都再想的事，又能持續保持聯繫與腦力激盪，遂有舉辦＂長庚體系骨科部跨院

區研究合作交流營＂的想法，計劃每半年各院區輪流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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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骨科跨院區研究交流會議是今年非常受

關注的盛會，各次專科的小組討論更是難得

的機會讓脊椎科精英齊聚一堂。參與脊椎科

討論的專家眾多，會議的熱烈程度也可見一

斑。在賴伯亮主任的主持下，討論的內容相

當緊湊，而各院區學者的互動與交流可以相

互汲取他人的研究經驗，受益相當良多。期

盼未來舉辦研究交流會議能夠延續各院區無

私分享的精神，將長庚脊椎科的學術水準推

向國際的舞台。以下整理脊椎科跨院區討論

會議的重點：

各院區特色發展：

近年來各院區在各自的領域都有長足的發

展，尤其是林口院區的機器人立體定位輔助

手術Robotic Stereotactic Assistance，高雄

/嘉義院區的移動式電腦斷層儀配合脊椎電腦

導航Intraoperative CT-Guided Navigation，
以及土城院區的微創內視鏡手術Endoscopic 
Discectomy等技術，都會是未來脊椎相關研

究的利器。這些創新的科技可以提高脊椎手

術的精準度及病患術中的安全性，實為骨科

病患的新福音。

       作者／林口長庚 陳建聞醫師

前言 討論

1.

 

次專科討論 脊椎科

　　實現之路要感謝院方包括程文俊主委，翁文能董事與行政單位的大力配合。陳文哲顧問及郭耿

南教授指揮，特別是程主委，翁董事在百忙之中，撥冗致詞與會。更重要的是來自高雄，嘉義，基

隆各院區骨科部同仁的踴躍參與及用心整理報告，本人深刻感受，銘記在心。期望這把雄雄熱火，

能持續激動我們高昂的鬥志，向心力與研究成果。我們明年三月高雄長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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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口長庚 彭士匯醫師

次專科討論 關節重建骨科

感 謝院方支持這次骨科部所舉辦的跨院區研究交

流會議！在長庚醫院，除了臨床業務之外，

教學與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責任。長庚醫院不只有大量

的研究資源，透過這樣的跨院區交流，能避免重覆的研

究主題，並且能夠分享資源互相激發出新的想法以及研

究方向。

141409

脊椎病歷登錄系統的資料庫建立：

多年來長庚脊椎科在脊椎退化性病變、脊

椎側彎或駝背、脊椎感染、脊椎腫瘤、脊

椎骨折或骨質疏鬆等各個領域的臨床服務

及基礎研究都有相當傑出的表現。因此各

個院區皆一致認同希望建置一套完整的脊

椎病歷登錄系統，以利回溯性資料統整及

罕見疾病病例數的累積。初步的共識該資

料庫應有詳盡統一的疾病診斷、手術術

式、植入物類別及術前/術後的完整功能性

評估。

骨質疏鬆整合型計畫：

鑑於骨質疏鬆症造成越來越多的骨折及相關併發

症，嚴重損及患者的功能和生活品質，長庚北院

區訂立了骨質疏鬆整合型計畫，希望集眾專家之

力，投入更多的人力與資源以有效增進骨質疏鬆

症治療與研究品質。如此計畫更能將實證醫學及

公共衛生全盤納入考量，也利於日後骨質疏鬆相

關研究的資料統整。而在門診區設立的骨質疏鬆

中心能讓主治醫師更及時的轉介病人，提供最完

善的衛生教育及資料收集，為廣大的病患建構一

個未來健康老化的基礎。

2. 3.

 

次專科討論 脊椎科

　　在前輩們的開場介紹中，瞭解到做研究除了要收集病例，還有撰寫研究計畫以及申請經費…等等。

言談之中讓我們不只敬佩前輩們的研究精神，也非常感謝他們的經驗分享能讓我們在研究這條路上能更

如魚得水。

　　關節重建科的跨院區研究交流，是由高雄院區揭開序曲。分享了目前高雄院區關於人工關節感染

以及人工關節翻修手術的資料庫收集情形，並且討論了四個預期合作的項目: 1.小兒麻痺病人接受人工

關節置換的預後 2.TM cup在人工關節翻修手術的預後 3.抗凝血劑與人工關節感染的相關性研究 4.使用

DMARDS的類風溼性關節炎病人接受人工關節置換的預後。基隆院區則是分享了抗菌胜肽在人工關節抗

菌塗膜的技術運用以及骨材設計的優化，期許不只是在實驗室裡的成功，透過未來的合作能讓含有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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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的上半場，我有幸擔任司儀，而在

主持的空擋聽著各個院區的概況與展望，覺

得現在的主治醫師具備寫論文的能力似乎只

是標配，如何在博士班於其他有別醫學的領

域做出研究成果並與自身專業結合，似乎是

未來更重要的趨勢。看到各個院區羅列出優

秀學長們洋洋灑灑的成績單，也讓我謹惕需

要更加努力。最後郭耿南教授也提點我們後

生晚輩，做研究一定要有熱情才能持續，為

上半場做了畫龍點睛的總結。

       作者／林口長庚 鄭有宏醫師

次專科討論 運動醫學骨科

長 庚體系骨科部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在林口長庚骨科詹益聖部長的大力促成下，在9月12
號隆重舉行。我從住院醫師到當上運動醫學科的fellow，還是第一次參與這樣跨院區的學術

交流，心裡滿是興奮與期待。從會前的議題彙整，就可感受到北中南長庚骨科體系飽足的 
研究能量。

塗膜的人工關節運用在病人身上以減少人工關節感染的發生！

嘉義長庚的主題為人工關節置換的疾病認證過程，除了瞭解到

認證過程所需要的繁瑣步驟，也分享了他們的經驗以及所遇到

的困難。在會議中各院區主任也對＂指標設定＂建立了初步的

共識。

　　而我們林口院區主要是介紹了至目前為止資料庫建立的情

況，其中包括了人工髖關節，人工膝關節的翻修，以及人工關

節感染手術的病例。我們介紹了資料庫如何建立及使用，也分

享了我們在這三大類別中曾發表過的文章和目前正在撰寫以及

預計開始收集的主題。這樣的交流不僅能夠避免類似的重覆主

題，也能夠透過合作來加速罕見病例的收集，達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這次的會議相當成功，也讓各院區的同仁們收穫豐富，

晚宴更是非常盡興。期許下次的交流能有進一步的成果。

09

長庚骨科通訊     31期

長庚骨科通訊     31期



長庚骨科通訊     31期
141410

　　後半部分是次專科的研究討論，運動醫學科的交流在醫學2樓簡報室舉辦。會前排定的議程就多達

30個題目，足見各個院區在學術研究上都有著熱切的渴望。在林口院區陳昭宇主任，嘉義院區許維修

教授與高雄院區周文毅主任的主持下，從肩肘到膝踝甚至基礎的分子生物研究都有所涉略。而透過腦

力激盪，各個院區努力從相關的病例從中整合，期望能將這次的會議效能與產值都達到最大化。在透

過熱烈的討論中，我感覺到如何將各種手術術前術後的功能性評估透過各院區的共識達到一個理想的

公約數，似乎是一個蠻重要的課題。下半場的會議就在愉快的氣氛中順利地準時結束，大家似乎都有

點意猶未盡。

　這次的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就在部長主任們帶頭高唱的熱絡晚宴中作結，身在長庚的學習環境，

於研究方面擁有著其他醫院稱羨的資源，這半年一次的交流營更是一個把平時累積的工作成果轉換成

論文的大好機會。期許自己在未來也能在部長主任師長們的帶領下，有更多的學術表現。

　　首先是今年甫成立的Gait lab聘請的陳柏融。士分享他之前在美國Gillet Gait lab所進行的

研究，主要是探討兒童髖關節超音波篩檢新的guidel ine建立、分類與操作方式等等。接下來

是Fellow蔡宜芳醫師介紹目前正在進行的研究主題，是分析影響腦性麻痺病人在髖關節治療的

相關因素，以及之後有興趣的健保資料庫的研究方向。李偉群醫師介紹了其各個研究計畫，包

含在青少年扁平足長跑方面的研究，與髖關節早期治療的研究，以及之後要進行的健保資料

庫主題。高軒楷醫師主要講述其目前在導入3D print與AI在兒童骨科的應用。最後是張嘉獻主

任分享其各個研究主題，包含有其之前刊登在JBJS關於扁平足應用台灣健保資料庫的研究。

　　會議中也討論到兒童骨科在各院區可以聯合起來整合成case register ，並聘請一個專門管理的研

究助理，可以匯集各院區所有的案例，對於更大型的研究會很有助益。

       作者／林口長庚 蔡宜芳醫師

次專科討論 兒童骨科

在 這次討論會的次專科討論裡，兒童骨科展開了精彩熱絡的討論，直到會議預定結束的時間到了，

都仍意猶未盡地的繼續討論。郭耿南教授與郭繼陽院長也蒞臨討論會，給了許多寶貴的建議。



　　在脊椎科的小組會議中，各別院區首先提出的相關研究議題，會中熱烈之討論，令人感動，重

燃工作熱情。惟隨機提出議題過多，討論未能集中，恐較難達成具建設性的結論。後來，討論到有

關臨床資料整合的議題，雖然舊調重彈，然而卻是開啟跨院區合作契機；首先是近期配合結構式病

歷之推廣，各院區結構是手術報告，各有各的版本，會中已達成共識，宜成立小組推動整合版本，

以利未來跨院區病歷資料之可利用性。各院區現有在案或過去持有之脊椎手術資料庫登錄，亦應加

以整合，以長庚醫院如此龐大的資料量，若能加以整合並有效管理，定能開創出臨床研究之新局。

       作者／嘉義長庚 脊椎外科 李晏瑤副部長

       作者／嘉義長庚 脊椎外科 郭亮增主任

嘉義院區心得分享

這 

這 

次長庚骨科體系首次的研究交流會議，由林口長庚骨科主辦。感謝詹益聖部長籌劃四院區研究

會議，讓各院區有機會聚再一起討論研究議題。本人因故未能參加上半場之各院區研究現況

這次長庚骨科體系首次的研究交流會議，

由林口長庚骨科主辦。承蒙詹益聖部長

之介紹，僅參加下半場次專科（脊椎科）之討論。

同門師兄一同合作。基隆院區及高雄院區的研究

情況則是各由陳威志部長及郭峰志副部長報告。

在他們的報告中看得出來，各個院區在不同的研

究條件之下，也很努力地在自己有興趣且適合的

主題，努力耕耘，並且得到豐碩的果實。

　　下半場，是分次專科分頭進行。我跟幾位同

仁，則是在運動醫學科的小組。從會前群組活絡

的情況，就可以知道運動醫學的大家對於跨院區

合作這件事情都是興奮的，而且躍躍欲試。大家

都是在針對目前尚未被解決的題目，試圖提出科

學方法來回答。會中高雄的周文毅部長，提出的

旋轉肌資料庫的概念，跟我想要提出的運動醫學

資料庫的概念不謀而合。的確，在這個大數據的

時代，如果能有系統地、前瞻性地收集臨床資

料，以長庚醫院如此龐大的資料量，雖不敢說能

追歐美趕韓，但至少能開創出國內執牛耳的研究

新局。

　　晚上，是另外一個重頭戲。東道主設宴福容

大飯店，佳餚美酒言請遠道而來的客人。許久不

見的師兄弟齊聚一堂，拔酒言歡，豈不快哉。在

酒酣耳熟之餘，詹部長也不忘勉勵大家，宴會之

餘，還是要記得說好的研究～～半年後，我們高

雄再見！

封面故事：長庚體系骨科部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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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各院區的主治醫師與住院醫師，也都

踴躍出席與會。這次的會議有兩個目的，一

來是促成院際研究交流合作，二來許久不見

得同門師兄弟，也能藉此機會齊聚一堂。

　　交流會議分成上下半場，上半場是由各院

區簡介研究現況，下半場則是分次專科別，進

行討論與交流。在上半場的報告中，可以看到

各院區的研究各有特色。林口院區不論發表的

論文、專利數、獲獎數、研究計畫數都是位於

龍頭地位。這些都是前輩的耕耘努力而慢慢積

累下來。而跟各大專院校所的合作，更是維持

其研究動能的一個主因。研究主題更是多采多

姿，橫跨生物醫學、影像醫學、醫材、化學、

機械，真可說是百花齊芳。新一輩的主治醫

師，在師長的督導下，也都持續在各領域攻讀

博士班，日後也能承接這份研究能量，並且讓

長庚骨科發揚光大。

　　基隆、高雄、嘉義則是各有千秋，擅長的

領域不盡相同。嘉義院區代表報告的是許維修

部長，他也提及了嘉義院區所執行的研究狀

況，自然也提及了我比較熟悉的實證醫學以及

資料庫研究，也希望日後有機會能和有興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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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嘉義長庚 外傷骨科 楊典育醫師

       作者／嘉義長庚 關節重建科 陳俊良醫師

感

長

謝詹益聖部長籌劃四院區研究會議，讓各院區有機會聚再一起討論研究議題。於外傷骨科部分，

林口周應照主任根據他的專長於上肢骨折部分提出很多未來研究的想法，游宜勳醫師也針對骨盆

庚醫院是一個從北到南且結構完整的體系，

四個院區都是當地病人的首選，其中骨科在

骨折研究方向有詳細說明，會議中有提到目前醫院是使用結構化手術病例，如果能整合四院區手術報

告格式內容，未來如果大家對某項骨折研究有興趣，即可從系統中搜尋關鍵字，便可顯示出相關手術

病患資料，更加方便大家收集資料，避免各院區做研究僅有各院區的病患數。會中雲林陳伯翰醫師也

提到ＡＩ影像辨識是未來發展的重點，在收集病患資料時也可用影像辨識來作為疾病的診斷及病患的

收集。未來如果四院區更有共識，在匯集四院區力量後應能在疾病治療臨床研究上會有更近一步的發

展。

師長前輩的領導之下更是翹楚，有幸能夠參與這次

的跨院區研究交流討論會，從一開始程院長、翁董

事以及林口院區詹部長的開場就說到單打獨鬥的日

子已經過去，這次會議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藉由了解

他人的研究主題，重新省事自己的研究方向，激發

出更多有意義、可行的點子，再利用體系的資源，

互相團隊合作將其效益最大化，促進醫療的發展，

並給予病人們更好的協助。

　　上半場主要由各院區輪番上陣，說明各自的研

究發展與概況，大部分院區都是以整體性的研究發

展來作呈現，其中基隆院區的報告內容相對印象比

較深刻，不但將整體性的內容呈現，後續將幾位主

要負責人的研究領域、合作對象以及博士班學校的

鑽研內容都一一概述，也將所有住院醫師目前研究

的方向和進度都做了一個統整性的報告，對於研究

的細節和未來可供合作的計劃有清楚的呈現，讓大

夥們見識到了基隆院區傳承延續的研究精神。而自

身嘉義院區因地域關係有很大型的壞死性筋膜炎的

資料及基礎醫學的研究也展現其發展性，可以提供

研究的基礎，嘉義院區的報告也強調了資料庫統整

的必要性，畢竟每個院區同樣疾病所搜集到的資料

若不一，最後要進行比較會有很大的困難。以人工

半膝關節為例，基隆長庚提到他們在術前評估一定

會做核磁共振，來評估其他軟組織的狀況，但嘉義

院區因核磁共振排程時間等待時間過長，僅用x光
和理學檢查來作術前評估，因此在針對各疾病評估

和術後追蹤的一致性，有賴各次專科做統一性的安

排供各院區來作為依循的準則及參考，另外高

雄院區的計劃性研究指導系統、以及林口院區

龐大及豐富的研究資源，並結合各個面向(院
外其他科系技術及院內學生族群)所產生出的雄

厚能量，各個都讓在場的師兄弟們視野更加寬

闊。而自身嘉義院區除了有特殊的病人族群之

外，關節登入、資料庫分析。

　　下半場，是由各次專分開進行更深入的討

論，在關節重建科可以看到基隆院區提出未來

發展的目標，林口院區則已經建立好龐大的資

料庫，發表了許多高質量的論文，還有更多的

研究議題分享，張毓翰主任更是敞開大門，願

意提供這些寶貴資訊給其他醫師進行研究，而

高雄院區則是在整個研究及登錄架構上跟大家

探討了許多，而我們嘉義院區由黃國欽部長及

黃贊文主任領軍，與大家分享了醫策會關節疾

病照護認證的相關資料，明年將由嘉義院區打

頭陣參加認證，因此目前正如火如荼的展開一

系列計畫，希望藉由結構化病歷，一次性把關

節登入系統轉移至4.0 HIS， 並由BI 設置掌握

整個醫療品質，其中各項指標的設立更是需要

四院區的通盤合作，以達到未來在四院區可以

順利的平行推展。

　　最後由東道主林口詹益聖部長設宴款待，

賓主盡歡，期許各院區的合作能夠經由此次大

會更加的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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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高雄長庚 運動醫學科 吳冠廷醫師

長 庚醫院一直以來都是全台灣最大的醫療

體系，不論在臨床、研究、教學上都處

高雄院區心得分享

封面故事：長庚體系骨科部跨院區研究合作交流營

在各次專科討論部分，由各院區提出目前研究

想法及方向來進行討論。第一要件就是要統一

各院區研究各研究項目所要使用的protocol，
否則每個院區都會有自己所使用的研究量表及

方針，在整合時會產生很大的分歧，所以當題

目確定下來時，就要先訂定各院區的研究方式

及評量方法。以運動醫學科為例，各院區分享

了許多的研究概念與方針，但這些合作計畫有

可能在會議結束後就石沉大海，所以為了落實

各研究計畫的合作，各院區科主任會進一步指

派各計畫的負責醫師以便隨時掌握合作進度，

並設立明年跨院區研討會前可以有研究發表。

　　會議結束後當然還有晚上的重點，以晚宴

的歡樂氣氛來迎接來自各院區的骨科醫師，也

藉此進一步互相認識及聯絡感情，為未來的合

作打下穩定的基礎。晚宴於詹益聖部長的開場

致詞後開始，美酒佳餚搭配樂團的音樂紓解醫

師們平常忙碌的生活，酒後三巡，詹益聖部

長、巫瑞文部長、周文毅部長以及陳昭宇主任

於一曲合唱來炒熱現場氣氛。熱絡的晚宴氣氛

增熟悉了彼此，也拉近了各院區的距離，讓往

後的合作更加順暢。晚宴結束後，詹部長也勉

勵各為醫師要落實合作計畫的進行，並相約

2021年在高雄長庚延續合作研討會及檢視各研

究計畫的進度。

長庚兄弟來作伴
庚隨總裁拚醫研
骨科北中南交流
研究醫學樣樣行

合心共享新主意
作中學習兩相宜
成就學術大耀進
功成名就眾家喜

2020.09.12 各部長、主任合唱以炒熱晚宴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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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頂尖的地位，但在研究方面往往都是各院區

獨立進行，各自發表與進行適合的研究。在近

十年來，國際頂尖期刊開始出現大型、多醫學

中心合作的研究發表，有鑒於此，長庚體系身

為全台灣最大的醫療體系，若能整合各院區的

研究，一定能在國際上發光發熱。所以林口院

區骨科部發起此次研討會，希望藉由此研討會

進一步了解各院區目前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方

向，並建立合作模式以增進研究的質與量。由

於各院區醫師平日都相當忙碌，鮮少有機會可

以彼此認識與了解，所以除了研究目的外，通

過各院區醫師間的交流，可以增加醫師間的熟

悉度與感情。

　　會議於當天下午開始，主要分為兩大部

分，第一為各院區介紹部門目前整體研究及人

員進修概況，第二部分則為各次專科分科討論

目前有潛力合作的研究項目。在部門介紹部

分，林口院區諸多同仁已完成博士學位或正在

攻讀博士學位，這方面是其他院區需要加強的

部分，現在在國際上很多的研究甚至是創新

都是通過不同領域的碰撞產生出的火花，所

以通過跨領域的學習，可以讓醫學研究上有

更進一步的突破，不論在分子生物、材料工

程、生物力學等等領域都是可以著墨的領域。

長庚骨科通訊     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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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長庚骨科

陳建聞醫師

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研究醫師

人工膝關節感染進行兩階段的翻修重建手術 
(Two-stage exchange arthroplasty) 治療失敗
後經常伴隨嚴重的骨頭缺損及軟組織破壞。

鉸鏈型人工膝關節 (Hinged prosthesis) 可以
有效提供複雜人工膝關節感染重建所需的關
節穩定度。目前文獻上對於鉸鏈型人工膝關
節應用在膝關節感染重建預後的經驗及研究
討論相當缺乏。

自2003年至2013年期間，共有58位併發AORI 
type II或III骨骼缺損及軟組織嚴重破壞的人工
膝關節感染病患在本院使用鉸鏈型人工膝關
節進行重建。收案的所有病患皆接受兩階段
的翻修重建手術，而術後的平均追蹤時間達
65個月。鉸鏈型人工關節重建失敗的因素皆
有詳細的病歷紀錄。關於Implant survivorship
及Infection-free survival的存活率分析使用
Kaplan-Meier Analysis，而多變項分析可決
定感染復發的獨立風險因子。重建後膝關節
功能性的恢復使用Knee Society Score (KSS) 
評估。

鉸鏈型人工膝關節在術後第二年及第五年的
Implant survivorship分別為86.2%及70.2% (附
圖)。Infection-free survival在術後第二年及
第五年分別為68.9%及60.6%。在58位病患當
中，有13位(22.4%)感染復發、3位(5.2%)無菌
性鬆脫、及1位(1.7%)人工關節周邊骨折。多
變項分析指出肥胖 (Hazard ratio (HR), 3.11)、
高度致病性菌種 (HR, 3.44)、及多重致病菌感
染(HR, 3.59)為人工關節感染復發的獨立風險
因子。感染治癒的病人術後膝關節功能性的恢
復表現，在KSCS和KSFS分別有32.8 ± 7.7分
及30.8 ± 11.0分的進步 (P < 0.001)。

複雜性人工膝關節感染使用鉸鏈型人工關節重
建在中期追蹤可提供70.2%的存活率。感染復
發依然是重建失敗最常見的成因。肥胖、高度
致病性菌種及多重致病菌感染為人工關節感染
復發的獨立風險因子。

研究背景

方法

結果

結論

       作者／陳建聞
指導作者／張毓翰

本文刊於 Knee. 2020 Apr 18:S0968-0160(20)30067-3. 

Periprosthetic Knee Infection Reconstruction with 
Hinged Prosthesis: Implant Survival and Risk Factors 
for Treatment Failure

Kaplan-Meier存活曲線(含95%信賴區間)顯示感
染治療後使用鉸鏈型人工關節重建，在術後第二
年及第五年分別有86.2%及70.2%的存活率。

學術論壇



林口長庚骨科

邱致皓醫師

作者 現職/
林口長庚骨科部
運動醫學骨科主治醫師/助理教授

肌肉受傷常見於運動傷害。傳統治療肌肉受
傷效果有限。應發展新治療輔助運動員有更
好的功能，才能回到運動表現。

研究實驗室中骨髓幹細胞的分生能力，與動
物在接受骨髓幹細胞治療挫傷肌肉癒合後組
織學與生理學上的變化。

共36隻，年齡介於8-10周的老鼠用被於此實
驗，建立肌肉受傷模組。一組6隻老鼠，共6
組。分別注射不同劑量的 IM2細胞合併或不
合併使用F127支架（0, 1.25 x 105, and 2.5 
x 105 cells with/ without F-127 in 100 mL of 
phosphate-buffered saline）。在受傷後第28
天（也是接受骨髓幹細胞注射第14天後）測量
其組織學肌肉細胞再生情況，與生理反應。

有接受骨髓幹細胞治療的挫傷肌肉有會有許多
再生的肌纖維。跟控制組比起來，不管接受多
少劑量的骨髓幹細胞注射，都會有顯著較多的
肌纖維增生。在肌肉受傷28天後，有接受骨髓
幹細胞治療的老鼠其肌肉之生理反應與沒有受
傷過的老鼠相當，且皆優於控制組（有肌肉受
傷，但沒有給予骨髓幹細胞治療）的老鼠。

骨髓幹細胞治療可增加受傷肌肉纖維的增生，

且改善其生理強度。這原因可能是因為幹細胞
所引發的旁分泌功能所引起。對於肌肉受傷而
言，使用不同劑量的骨髓幹細胞注射合併使用
F127支架是一個有潛力的治療方式。

研究背景

目的

方法

結果

結論

       作者／邱致皓
指導作者／詹益聖

本文刊於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2020;48(5):1226–1235

Application of Bone Marrow–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or Muscle
Healing After Contusion Injury in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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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2004年12月，葉國璽院長（後排中）、Tagashi 
Saisu現為千葉兒童醫院骨科主任（後排右）、Makoto 
Kamegaya（前排中）、洪碩穗（前排右），攝於千葉兒童

醫院的晚宴

  
作者／林口長庚骨科部兒童骨科
           張嘉獻 主任

看似雜亂無章，但少一樣，後來的事可能

就不會發生。

　　2004年底發生兩件事，一是新店慈濟

準備開幕，剛接受完兒童骨科訓練的洪碩

穗醫師想轉換跑道，我希望能挽留人才，

趁洪醫師代表台灣小兒骨科醫學會赴日交

流的機會，一同前往日本，看事情能否有

轉圜的機會。第二件事是那一年的日劇＂

白色巨塔＂正在台灣播映，身為唐澤壽明

的粉絲，心裡也想親眼見識一下日本教

授查房的陣仗，加上在巴西開會時曾與

Kamegaya教授有一面之緣，就到千葉大

學的兒童醫院訪問一星期。

這

傳奇的臺裔日籍骨科醫師

裡要講一個16年的情誼，故事從2004
年開始，中間穿插了很多人及事，

　　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在千葉的那一個星期有兩件事，影響是蠻深遠的。

　　第一個收穫是開始廣泛使用femur varus osteotomy治療髖關節病變，過去大多以pelvis 
osteotomy為髖關節疾患的第一線治療，Kamegaya教授算是幫我開了一扇窗，讓我開始思考從

femur去改變髖關節。第二件事是，教授特地要我去見一位葉國璽醫師，他是一位赴日念書考上醫科

的台灣人，在千葉大學訓練完開骨科診所，待人親切認真，全年無休，生意極好，診所有自己的CT
及MRI，令人嘆為觀止。骨科在日本非常熱門，競爭激烈不亞於台灣，對外國人當然包容度有限。

葉醫師感激教授對他的禮遇及無私的指導，不因台灣人而有不同，因此長年回饋千葉大學骨科，一

心期盼能促進台日骨科的交流。(圖一)

　　2006年李宗料主任擔任小兒骨科醫學會理事長時，率隊參加在福岡的日本小兒骨科醫學會，我

注意到許多有關腦性麻痺的治療論文，都引述了他們是用Matsuo醫師的方法，這讓我開始對這位

醫生產生高度興趣。Matsuo是九州大學

骨科訓練出來的醫師，後來在福岡的一

所福祉醫院新光園(有點像台灣的教養

院，但有門診開刀房)服務到退休，他

一輩子就在治療腦性麻痺，論文不多，

但出過一本教科書，以日本人的精神而

言，很有一生懸命的味道。（圖二）

　　人生很多事情，很在乎的，後來往
往不如預期．會插柳成蔭的事，一開始
其實不會想到那麼多。

圖二：2009年五月，Matsuo醫師及他的腦性麻痺骨科治

療專書，攝於町田南多摩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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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09年五月，攝於Kamegaya教授退休及

醫院開幕典禮．

圖四：2019年三月，Kamegaya辦公室

內的兩幅字畫，出自丈人陳敦化之手，

贈於2009年及2019年

圖五：2018年十月，2018年的

來訪fel lows，由左至右Inoue 
(spine), Yoh (arthroplasty), & 
Yunde (pediatric)

　　2009年申請到Matuso fellowship，初夏五月到東

京郊區的町田市跟著老醫師看一個月，日本治療原

則不同於北美，讓我重新思索腦性麻痺的深層生物

觀點，影響深遠。因為在東京近郊，順道去拜訪了

Kamegaya教授，他正好從千葉兒童醫院退休，已經

是醫療法人錦昌會會長的葉醫師，幫老師開了一家醫

院讓他延續教學及服務，開幕時我請丈人寫了一幅

“仁心仁術＂的字畫送Kamegaya，他高興極了，現

在字畫還掛在辦公室裡．這一個機緣，讓葉院長認為

台日交流的志業，應該要著手落實。（圖三、圖四）

　　2010年開始，葉院長成立交流獎學金，每年資助一位

台灣或日本的兒童骨科醫師互訪交流，計有Oikawa (2010), 
Hagiwara (2012), Morita (2013), Tomaru (2016), Yunde (2018) 
來台參訪，當年是fellow的Hagiwara醫師，現在已經是千葉大

學關節重建科的主任．高軒楷、李偉群、高長蕭家傑、嘉基

陳俊和醫師也因此機緣至千葉兒童醫院及Kamegaya的醫院參

訪．現在林口長庚humeral supracondylar fracture大多以prone 
position進行手術，就是高軒楷醫師參訪千葉時的靈感，回來

發揚光大的．

　　有意義的事，堅持下去，就會有越來越多人加入．

　　2017年開始台日間的互訪擴大至sp ina l  su rgery及
arthroplasty，每年千葉大學醫院派兩位年輕主治醫師來訪兩

週，長庚及台大各一星期，並在骨科年會中報告論文，葉院

長的公子Satoshi也曾在2018年代表千葉訪台；長庚及台大則

各派一位主治醫師赴日參訪兩星期，高福成(2017)、林郁智

(2018)、邱炳燁(2019)則因此得以感受台日不同的醫療文化及

做法，並在對方的年會裡發表論文。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智醫

師以日文檢定N1的功力，流暢地以日文致詞，獲得滿堂喝采鼓

掌。（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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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葉院長的公子娶媳婦，特別邀請為他母親手術的徐郭堯主任及林郁智醫師赴日參加婚

禮．基於互訪交流已上軌道，三家大學醫院也應簽署交流合作的文件，在葉院長的居中聯繫牽成之

下，2019年三月長庚、台大、千葉三家醫院的骨科部長簽下合作意向書，正式認可這個互惠的學術

合作活動，打下未來繼續交流及深化學術合作的基礎．（圖六、圖七）

　　這整件美事的背後推手，熱心出錢出力的人，是一位高瞻遠矚卻自謙是野夫的傳奇台裔日籍骨

科醫師．（圖八）

圖六：2019年三月，在千葉大學的合作意向書簽署儀式，由右至左是台

大兒童骨科主任王廷明、千葉大學骨科教授Sohtori、徐郭堯主任。

圖七：2019年三月，葉國璽院長、夫人、及公子佐俊，攝

於東京新大谷飯店的婚禮，冠蓋雲集，分享新人的喜悅。

圖八：2019年七月，葉院長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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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愛醫院執行副院長 
           葉文凌醫師

小江湖，眾家醫院正是武林大幫派，各有幫規，且枝枒分布各地。各

個科部是一個個派別，在影武者和大幫派下，汲汲營造。套句現代用

語，這是一個“賽局＂。賽局基本原理是需要有對抗和競爭，有參

與者、有報酬、有規矩、有信任與否、並有時間因素。長期以來，醫

界自許處於“囚犯困境＂，即是一種賽局。應該是“納許平衡＂的結

何謂江湖，人所在之處即是江湖。台灣醫界恰如一個大江湖，

健保署是影武者，  隨時可以定規則和反悔。各個地區是

果。即參與者會朝向對自己最有利的情況前進，但未必是最符合邏輯者。只是在資訊完整度、動靜

態不同下會產生截然不同結果。博愛醫院在宜蘭縣是最大、科別最完整之醫院。另有陽明大學附設

醫院及聖母醫院等兩家規模較大之醫院。三家醫院之關係恰如三國演義之魏、漢、吳爭霸般，一大

二小，各有優劣。三國利益縱橫、人員雜沓。雖無間諜美女，但總少不了杯觥交錯、機關算盡之

時。算什麼呢？算的和長庚真的有巨大差異。先講講長庚吧！

　　長庚骨科也是江湖中人。只是屬於名門正派，家大業大，深不可測。必須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且負有歷史責任。因此教學、研究、臨床樣樣不可缺。但是一樣須面對“賽局＂考驗。賽局

講究的是“報酬＂，長庚人要報酬的不只是報表上的數字及成長，另外也要正面形象。而這一切和

研究及教學又息息相關。這兩者又須有新血不停加入，再好好教育，並好好昇遷。只是江湖險惡，

在動態賽局裡，長庚非唯一參與者。各個名門正派莫不把枝枒伸得更遠，人才拉的更緊。而眾家小

幫派更是努力成為一方之霸，驥於成為大幫大派。職是之故，名門正派也是壓力巨大。一方面要固

本，一方面又要發展，所以長庚的部長真是今之孔仲、孫武，再加愛因斯坦。最後須再加上張忠

謀。方足以達成此一複雜賽局需達成之目標。簡單的說，業績成長，研究突出，人才培育積極，積

極開疆擴土，突破重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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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長庚引以為傲的管理及資訊系統，早已是長庚

人基因的一部分，數字管理、異常管理、分科經營、

SOP、利潤中心、平衡計分表等早已是生活的一部

分。這是一種重要精神，支持著整個系統運作。當然

隨著家大業大，“代理問題＂也是隨之而生。也就是

專業經理人容易以自己利益為考量，不在乎機構利

益。如科主管只在乎科成長，卻不配合醫院需求等。

當然這導致沉沒成本大幅增加，只是在資本優勢下，

卻也不易呈現巨大問題。只是犧牲效率以及增加內部

溝通成本。但是一旦面臨迅速變動之動態賽局時，尤

其是資訊不完全賽局，犧牲之效率可能是致命的。在

某些院區即已呈現此問題。

　　幸好，後山優雅的三國演義，並沒有血腥的屠殺。更多的是，人才的尋覓和專業的建立與發展。

博愛醫院只是一攤小池，是龍困淺灘？或是小山因有仙則靈？在在因制度、因專業經理人、因老闆

而有巨大差異。但可以確定的是，與長庚合作是具有相輔相成的作用。長庚人才濟濟，長江後浪推前

浪，新人輩出。新人有熱情、有想法，但缺舞台、缺歷練。後山缺人才，但多的是舞台。在主管代理

問題下，此種合作連結十分不容易，過去二十年裡，從沒成功過。但是雖凡事起頭難，但是不嘗試即

一無所成。一批批新血的成長是壓力也是助力，只給予訓練，往日是不管其升遷。但今日應有更周全

特別收錄：宜蘭後山就任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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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畫，使新血可以輪轉。如此，長庚可以擴大腹地，博愛可以有源源不絕的醫師。真正是兩全其美。

　　就任副院長以來，我全力推動＂運動醫學在地化＂。並建立良好的院內架構。期望在醫療品質和服務

中平衡。並藉此建立醫療品牌。這情況和台灣在世界產業鏈中的處境是十分類似的。我們的護國神山－台

積電，仍很大程度依靠蘋果品牌。其他企業也是差不多。品牌之建立是十分困難且漫長。這依賴組織內部

調整以及外部資源。我先做組織調整，但仍然要兼顧業務成長。所以我們走入基層、走入社區。希望挖掘

宜蘭地區的長尾。也就是說，許多小地方的需要，可以由博愛醫院得到滿足。尤其是學校、運動社團、社

區組織。

　  而院內組織調整主在兩塊，一是醫療組織分層負責及功能明確化，另一塊是行政功能及組織強化。這

些工程浩大，且難度遠不是長庚人可以想像。但幸好博愛資方有熱誠，有信心。相信假以時日，必定會成

為東臺灣第一健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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